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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登录？

Derwent Innovation的设计是一个

账号对应一个用户。登录时需确

认登录邮箱并要求初次使用的用

户重设新密码(Forget your 

password)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同一账号，后登

录者会将前面的登录者踢出。

输入使用者信箱（账号）与密码并点选登录

附注说明
https://www.derwentinnovation.com/login/

更改显示语言

IP开通客户可以选择IP身份验证登录

https://www.derwentinnovation.com/login/


登录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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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上角的「首页键」
在任何页面点击均可跳回登录界面

快速检索框

快捷功能区

高级检索入口

快捷功能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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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界面——左上角功能区

该功能区一直存在，可以快速进

入如下功能：

知识产权服务

包括服务咨询和专家专利翻译

Derwent 研究指南

在线Derwent Innovation工作流指

引，帮您快速了解DI中的查新检

索、FTO等检索的实施方式。

新闻和更新

Derwent Innovation何时更新、有

什么新功能、新玩意? 来这里都

看得到。

附注说明

Clarivate Analytics 提供多种知识产权服务
和翻译工作来为您提供更多帮助。您可选
择想了解的服务并提交，我们会单独与您
取得联系。

「首页键」



6

登录界面——右上角功能区

附注说明

该功能区一直存在，可以快速进入

如下功能：

系统相关默认设置（黑色背景）

检索相关快速入口（白色背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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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上角功能区：欢迎

我的账户：

配置文件——账号信息

首选项——修改系统默认设置

下载中心——浏览专利输出结果

退出——退出当前账户

附注说明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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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上角功能区：欢迎——下载中心

下载中心

订单状态——浏览专利输出结果

在Derwent Innovation上做任何的

输出或下载动作，预设都不会直

接下载到使用者的本机端，而一

律储存在 [订单] 中，使用者可点

击进入 订单状态 按需下载或寄出。

附注说明

可以直接输入或上传（txt）专
利公开号，下载专利PDF全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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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上角功能区：支持

取得支持与系统各项功能说明: 

获取整个Derwent Innovation各项

功能的完整解说。

帮助——系统帮助界面

查看培训课程——免费教学资源

问题咨询——咨询问卷

联系我们——技术支持联系方式

开始导览——动画功能导引

显示提示——开启帮助模式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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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上角功能区：支持——帮助界面

做为一个专业数据库，帮助界面

(HELP)的完整度关系到使用者是否

能查到相关的操作信息。Derwent 

Innovation的HELP就做得非常的完

整。精细划分了如[检索和检索历

史]、[分析]、[结果浏览]、[最新更

新]等一系列在线资源。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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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上角功能区：反馈

单击右上角的 [反馈] 按钮，
可跳转至反馈界面

提交您需要向Derwent技术团队反

馈的问题。

[主题] 可从下拉菜单中选择：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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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上角功能区：更改显示语言

单击右上角的 [语言选项] 按钮，
可随时切换DI界面语言

请尽量在登录界面调整好显示语

言种类。

如需在检索、检索结果浏览等功

能界面调整语言，操作界面会自

动跳转至登录主界面。

附注说明

但是专利内容与检索语言仍保持英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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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界面——快速检索框

左上角的Derwent Innovation是「首页键」，
在任何页面点选都可以跳回登录界面

快速检索框

快速检索框有两个功能：

Smart Search 

智能检索，使用者可直接输入关

键词或贴上一段技术描述，快速

获得检索结果。

公开号检索

使用者可以输入一或多个专利公

开号（支持Excel中的一列公开号

复制后直接检索）快速检索。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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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速检索框：公开号检索

输入/粘贴专利公开号
（支持Excel中的一列公开号复制后直接检索)

快速获得对应公开号的检索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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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界面——高级检索入口

快速检索强调速度快、方便、直

觉，但支持的字段条件只有智能

检索及公开号检索。若要执行更

精细的检索作业，以支持您输入

更多的检索条件，可点选检索模

块进入完整检索功能。

Derwent Innovation预设的检索模

块为专利检索及检索历史。另外

使用者还可以进一步选配科学文

献与日文检索模块（两个模块需

要额外购买）。

附注说明



目录

16

完整检索功能
专利表单检索

基本常用字段

专利公开号检索

查看检索结果

查看专利内容

导出检索结果

下载PDF

储存

预警

监控

检索历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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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检索功能：专利表单检索

选择数据范围

选择检索字段

预览/调整检索式

字段之间以 [布
尔算符] 相连 点选加号或减号新增

(或移除)更多字段

字段标注为绿色，关系运算符标注为蓝色

点选检索

1

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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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表单检索——选择数据范围

即使您的检索式下的再好，检索

结果都不会显示专利集合（数据

范围）未勾选的国家/地区数据。

为确保您的检索式可以找到最广

的结果，集合建议保持全选所有

专利集合，并同时检索所选集合

的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™ 

(DWPI™)字段。

附注说明

查询各数据库的收录范围
及数据的更新时间

Derwent独有的人工加工字段，请务必勾选



19

专利表单检索——基本常用字段

「字段 Field」是数据库的重要概

念，文件中不同的字段记载着不

同特性的内容。例如: 申请人字

段记载着申请人的信息、权利要

求字段记载着所主张的权利划界、

引用/被引用字段记载着与该专利

相关联的在先、在后专利…

使用者应了解各字段的特性，并

善用其特性做更精准的检索。

附注说明

文本字段(Text Fields): 检索专利中全部的内容有符合检索条件的目标

标题/摘要/权利要求(Title/Abstract/Claims):检索专利文本的标题/摘要/
权利要求字段的内容有符合检索条件的目标

专利权人/申请人(Assignee/Applicant): 检索专利权人(企业名称/组织单
位名称/学校名称/自然人名称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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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表单检索——基本常用字段

Derwent Innovation上的字段部分

会有最早（Earliest）的字样，例

如: 最早优先权年（Priority Year-

Earliest）。当使用者选取有该字

样的字段，则系统检索目标为专

利文件上(若有)多个优先权号，

比对其中最早的一个是否符合检

索条件，显示该结果。

附注说明

国家/地区代码(Country Code): 检索来自于指定国家/地区的专利，常用
于搭配其他检索条件限定

优先权年(Priority Year(s)): 检索来自于该优先权年区间的专利

CPC-全部(CPC-Any): 检索专利中出现的所有CPC分类号，使用者可进
一步在中间“查询”按钮查询分类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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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检索功能：公开号检索

针对这些专利公开号的「特殊检索选项」
预设是无；您也可设定检索与所输入公开号相
关的其他信息

找出与这些专利公开号
相关的专利家族成员

专利表单检索切换成公开号检索

粘贴或上传您要检索的专利公开号

找出这些专利引用/被引
用的专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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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

[单次显示最高上限100万]

但检索结果上显示的专利总数不

受显示上限限制。若使用者的检

索结果超过100万件，且希望能

显示超过100万件结果，则需要

通过例如: 分切时间或加入其他

限缩条件，将每次显示的结果切

割成100万件以下来实现。

附注说明

根据不同类型规则归并后的专利数量

功能列（从左到右）: 
分析当前的检索结果、自定义字段、追踪特定专利(需勾
选)、将检索结果下载至本地、将检索结果保存在云端文
件夹、追踪当前的检索式(未来有更新会通知) 、将检索结
果加到云端文件夹、导出著录项目信息、打印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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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显示检索式&检索结果数量

虽然Derwent Innovation单次显示

最高上限是100万条，但检索结

果上方的结果总数并不受显示上

限限制，显示的即为检索条件能

找到的完整数量。

附注说明

[记录数] 为完整
的检索结果数量

在检索结果界面可自主选择显示或隐藏检索式

不同类型规则归
并后的数量

显示检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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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筛选器

可以任意添加您
需要的筛选条件

选择您希望筛选的检索结果类型

可快速统计「检索结果」的各项指
标 (申请人、国家、年份、引用….)

[应用] 后即可实现筛选并显示，
可同时设定多个筛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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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二次检索&其他设置

为何需要获取所有同族专利?

检索条件输入后得到的专利是

「符合检索条件」的结果。然而，

可能发生专利的部分家族成员因

不符合检索条件而没在检索结果

中显示。则使用者可利用本功能

「补齐」遗失的相关专利。

本功能并非「必要」，若只想显

示符合检索条件的专利，可忽略

此步骤。

附注说明

完整的检索结果

获取目前检索结果的上述
条件下的所有相关专利

不同类型规则归并

基于目前的检索结果找出符合条件的限缩结果，
可检索字段与表单检索一致

使用者可根据专利家
族来折叠检索结果，
本功能允许使用者选
择排在最外面的专利
以哪一件为优先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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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显示选项：高亮显示&高级排序

显示选项——高亮显示

不同的检索关键词可自主设定不

同的高亮显示颜色。

此外还可自主设定是否在检索式

限定的字段内高亮，亦或全部文

本字段均高亮显示。

更可设置非检索关键词高亮，并

支持关键词列表上传功能。

附注说明
显示选项

高亮显示

更可以设置非检索词高亮

当前检索关键词高亮

高级排序

支持同时按照公开日期和专
利权人/申请人两项限定排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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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显示选项：管理列

依用户习惯可设定显示方式，决

定显示字段与排序方式。用户在

选取字段时数量不受限制，但是

为了页面浏览体验，建议选择7-

8个字段以内。

页面显示图片大小，会影响检索

结果生成的速度，建议调整图片

大小为150，执行速度较佳。

附注说明
显示选项

设定检索结果显示字段
（没有上限）

选择显示附图大小

公开号默认必选

管理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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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检索结果列表

依用户习惯，通过高亮显示、管

理列等设定好后，即可客制化的

浏览检索结果列表。

【新增】darts-ip案例数据概览，

可连结专利诉讼案例数据库。

单页显示记录数量，同样会影响

检索结果生成的速度，建议调整

每页显示20条记录，执行速度较

佳。

附注说明

选择每页显示数量

点选公开号后查看内容，或勾选专利，以
进行其他处理(批次下载、批次输出、追
踪该专利…)

点击PDF图标即可
在线打开专利全文

点击快速实现排序

点击即可放大快速查
看专利中的所有附图

点击即可查看专
利的诉讼情况概
览，可跳转至
darts-ip数据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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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解读

解读界面

用于回答专利研究中的常见问题，

包括主要参与者、技术的国家/地

区分布、竞争对手的技术分布、

技术趋势、发明的潜在市场、和

目前正在开发的技术。

每张图表显示于一张选项卡上，

用户可以通过展开或关闭选项卡

来选择以详细列表或者概述的形

式查看洞察信息。

附注说明
点击 解读 即由检索结果界面切换至解读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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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解读

• 单击解读面板的6张选项卡中的

任一张，可浏览完整描述和详细

列表

• 单击页面底部的“保存”，可以保

存洞察信息，方便后续查看。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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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解读（示例1）

1. 对图表的智能解读，以整体了

解竞争对手关注的技术领域。

2. Top10专利权人缩略图，即时比

对各专利权人在不同技术主题

下的专利持有比例。

3. 圆环图聚焦于选定的专利权人。

4. 圆环图的各分区代表基于IPC-4

位代码的技术领域，单击任一

分区，即可呈现该分区专利的

智能主题(Smart Themes)描述。

5. 该分区还被划分为多个细分技

术领域（基于IPC-8位代码），

分别显示其智能主题描述。

附注说明

Smart Themes

1

4

5

2 3

解读——我的竞争对手正在做什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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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检索结果——解读（示例2）

1. 智能解读中的文字描述是可编

辑的。

2. 提供多种视图选项供用户设置

3. 单击“导出视图”，将包含洞察信

息的图表导出为图片格式

4. 单击“打印视图”，将包含洞察信

息的图表打印或者保存为pdf格

式

附注说明
1

2

3 4解读——现在正在开发哪些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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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专利内容——记录视图

关键概要数据
AI技术辅助预测专利存
续状态

针对当前显示专利
加入文件夹、标注、追踪、下载、
线上翻译、高亮、打印

各字段书签
快速切换至目标字段，著录项目、摘要、
分类号及各类索引、法律状态、专利家
族、权利要求、说明书、引用/被引用等。

各字段详细信息

在检索结果列表
中点选公开号链
接进入记录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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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专利内容——记录视图：图像/高亮显示

针对所有高亮词汇的
统计分析

当鼠标悬停于统计柱状
图，即可显示详细信息。

Polyimide出现219次，其中有33次出现在
“背景/概要”字段（占出现总数的15.1%）。

高亮显示

图像

快速浏览专利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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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看专利内容——中文原文显示

Derwent Innovation 现在
可以在专利记录视图中
点击“🌏”地球图标，选
择查看原语言 和/或 英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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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出检索结果

导出
可将目前检索结果的著录项目等全部可
导出字段「导出」到本地，支持导出多
种格式(.csv, .xlsx, .txt, .xml，DDA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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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出检索结果

选择导出字段时，用户会看到绿色

字体的「模板」为系统为用户默认

相关联的字段，只需点击就会自动

选取这些字段。

点选 创建 后画面跳转至订单状态

页面，当下载状态呈现当前可用时，

表示下载完成，点选后才会下载到

本地。

附注说明选择希望导出的文件格式

可选择的导出字段 已选择的导出字段

调整导出字段顺序

文件名

使用者可输入电子邮箱地址，将档
案直接发送给指定收件人 (可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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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载专利PDF原始文本 下载或打印

点击PDF图标即可在线打开专利全文

大多数国家的PDF原文可以进行
字词的检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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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量下载专利PDF原始文本

创建订单

选择完整订购专利文献

1

2

3

4完善配送信息

提交订单

Tip：
为防止恶意下载，目前
Derwent Innovation支持单词
订购500篇专利文献，如超出
数量限制会通过弹出的方式提
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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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存检索结果至工作文件夹

存入工作文件夹，实
现文件在线共享办公

保存记录

Tip：
检索结果保存至工作文件后，
不会受到检索式下新公开专利
影响数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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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索式追踪（预警）

预警（ Alert ）功能可定期的追

踪是否有新的符合「检索式」限

定条件的专利公开。一旦有新的

专利，系统即寄信通知用户，可

做为追踪技术发展、竞争对手动

态….的工具。

Alert是通过云端执行，使用者无

需维持登录，系统仍会依照设定

的频率与格式，在后台运行预警

通知功能。

附注说明

设置预警

使用者可以将目前的检索式
设定预警，做长期的追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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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索式追踪（预警）

收件人email（可输入多个）

设置追踪名称

设定运行选项

设定运行频率（每周、每
月、每次数据库更新）

什么时候停止预警

是否将结果储存至
DI上的工作文件夹中? 
只保留最新的? 累积
资料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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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踪特定专利的状态变化（监控）

监控记录

用于追踪特定专利的状态更新(包

括法律状态、移转、被引用…)

使用者除在检索结果页面中勾选

(一或多个)专利进行追踪，也可

以在浏览专利内容的过程中，选

择追踪该件专利。

注：

部分监控功能需要企业账户管理

员开通权限

附注说明

监控记录

勾选感兴
趣的专利

发生什么变化会通知

未来这些专利有选定变化 立即/按约定
时间 以邮件形式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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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索历史

使用者执行的每次检索都
会自动保留到检索历史中

使用者亦可在Derwent 
Innovation上建立专利检
索式，作为专属的「技
术检索式数据库」，长
期管理使用。

可随时更新检索式，
获取最新的检索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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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索历史-组配运算

组配可以实现检索式之间OR 
/ AND/ NOT 逻辑运算。

系统默认OR 运算，可以自行
手动更改为 AND/ NOT。

1

2

3

4



图表分析

专利权人/申请人分析

图表应用和导出

趋势和市场分析

技术分类分析

自定义图表

进阶分析功能

专利地图

文本聚类

目录

46

完整分析功能



图表分析

Analyze Record
分析记录

Derwent Innovation 内置4个相关领域，6类图表分析功能，并在不断增加中用户

可以选择系统内置的针对不同字段的模板图表分析您的检索结果

也可以选择自定义的图表进行定制化的绘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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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权人/申请人 – 优化的专利权人 图表分析

Derwent Innovation平台下系统目

前内置了针对“专利权人/申请人”，

“趋势和市场”，“分类”以及“引用”

四个方面的图表分析功能。

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自

行选择字段，绘制不同类型的图

表，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和可视

化

附注说明

▲ 选择不同的归并方式，确定要分析的数据集
在检索结果下方选择 “分析记录”
选择“专利权人/发明人”选项卡
以“优化的专利权人排名”为例，演示功能

2

3

1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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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的专利权人 图表分析

Derwent Innovation平台下全新的

图表功能能够快速生成美观的图

片并方便导出。

可以在图表中修改主、副标题，

使其更加适用使用者的目的。

附注说明

点击可编辑

主/副标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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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的专利权人 图表分析

在图表定制的数据选择部分，可

以针对呈现的数据本身进行调整。

在选择系统预设的图表（例如本

例中的优化的专利权人图表）时，

系统会默认的选择主字段及显示

的项目数。

主字段内容可以在数据选项卡进

行调整，调整后的图表相当于自

定义图表，仍能进行本页的所有

操作。

附注说明

图表对应的主要字段

选择要显示的专利权人数量，最多20项

选择排序的依据：

按照名字字母表排序

或

按照专利数量排序

可以勾选想要归并的项进行合并统计

隐藏未制定项目：[unspecified]

包含所有其他项目：对不在前【10】的专利
权人合并入others统计

添加维度：条形图增加维度后会转
换成堆栈柱形图，之后会有讲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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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的专利权人 图表分析

在图表定制的外观选项卡，可以

调整图表的外观呈现方式。

附注说明

图表方向：

可以选择水平方向或竖直方向的柱状图

标签：

选择是否显示

标题/副标题/项目值

显示或隐藏图例

颜色覆盖：

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图形颜色

适应自己报告的整体配色

例如，统一颜色等

样例：经过外观调整后的图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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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应用和导出

在绘制完成的图表界面可以完成

二次筛选，保存和导出等操作。

导出有多种方式，可以

1）点选右下角的导出图像

2）在图表中右键另存为图片

3）选择打印，保存为PDF

二次筛选可以直接得出相同条件

下，按照筛选结果作为数据集合

的新图表

附注说明
可通过点选左侧箭头 展开或收起

上面提到的图表定制菜单

可以保存图表/模板或数据

（见在自定义图表部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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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权人/申请人 – 按专利类型划分的专利权人 图表分析

本部分内容与“优化专利权人”类

似。

Derwent Innovation平台下系统目

前内置了针对“专利权人/申请人”，

“趋势和市场”，“分类”以及“引用”

四个方面的图表分析功能。

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自

行选择字段，绘制不同类型的图

表，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和可视

化

附注说明

▲ 选择不同的归并方式，确定要分析的数据集
在检索结果下方选择 “分析记录”
选择“专利权人/发明人”选项卡
选择“按授权专利/专利申请/实用新型划分的专利权人排名”

2

3

1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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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专利类型划分的专利权人 图表分析

本图表为“堆栈柱形图”

根据主字段和第二字段绘制柱形

图，通过图形可以分析不同字段

间的关系。

图表定制部分与上一部分类似。

通过调整不同的主字段和第二字

段，可以得到不同的自定义图表。

Q：如果我想了解到不同的专利

权人的授权比例，如何设置字段？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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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专利类型划分的专利权人 图表分析

Q：如果我想了解到不同的专利

权人的授权比例，如何设置字段？

A：主字段设置“授权/申请”，第

二字段设置专利权人类的字段

（例如：优化的专利权人）

注意

Derwent Innovation定义

Apps为发明专利申请公开；

Grants为发明专利授权公告；

Utility Models为实用新型公布。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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趋势和市场 图表分析

趋势和市场

根据所选数据集合的专利年公开

趋势，国家/地区市场分布情况

附注说明

▲ 选择归并方式，确定要分析的数据集
在检索结果下方选择 “分析记录”
选择“趋势和市场”选项卡
选择您所需的数据及形式

2

3

1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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趋势和市场 图表分析

专利公开趋势

反映了所选数据集的公开趋势。

使用场景：

了解一家公司的专利公开趋势

了解某技术在全球的专利趋势

Tips：

1、导出时可以隐藏图例部分；

2、修改主字段可以生成自定义图

表，例如了解申请趋势可以选择

“申请年”字段。

附注说明

默认主字段：公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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趋势和市场 图表分析

国家/地区排名

反映了所选数据集在全球的专利

分布情况。

使用场景：

了解一家公司的专利布局策略

了解某技术在全球的市场活跃度

Tips：

修改主字段可以生成自定义图表，

例如了解技术来源国可以选择“优

先权国家/地区”。

附注说明

默认主字段：

国家/地区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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趋势和市场 图表分析

DWPI独有“预计到期年份”字段

此年份为估计到期年份（除非法

律状态事件已确定专利的到期日

期）

预测数据会提供单项专利的到期

日期。机器学习算法会检查所有

可用数据，包括来自 Derwent 

World Patents Index (DWPI) 的经

过编辑增强的数据，以准确地预

测专利的有效到期日期。

附注说明

默认主字段：

国家/地区代码

默认主字段：

预计到期年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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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分类 图表分析

分类

根据所选数据集合的分类号，选

择不同的呈现方式。

DWPI分类和DWPI手工代码

DWPI 集合使用两种分类系统对

专利文献进行分类，DWPI 分类

是一种广泛、简单的系统，而

DWPI 手工代码则更加详细和具

体。DWPI 分类和 DWPI 手工代

码涵盖了 21 个主题领域内的所

有技术，用节字母 A 至 X 进行标

识，分为化学、工程和电子三大

类。

附注说明

▲ 选择归并方式，确定要分析的数据集
在检索结果下方选择 “分析记录”
选择“分类”选项卡
选择您所需的数据及形式

2

3

1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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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分类分类 图表分析

DWPI大类排名

默认使用柱形图方式呈现。

IPC大类 CPC 等与此图类似，

不作另外说明。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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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分类 图表分析

IPC小类排名

默认使用列表方式呈现

用户可以修改左侧的图表类型产

生自定义图表。

附注说明

用户勾选后可
进行二次筛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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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定义图表类型

自定义图表类型

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自

行选择字段，绘制不同类型的图

表。目前可提供的图表类型包括：

条形图、线图、圆环图、地理地

图、堆栈柱形图和列表等。

图表类型仍在持续增加中……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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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定义图表——实例1：分类号-圆环图

制作基于分类号的环形图

附注说明

▲ 选择“分析记录”-“我的图表”-“自定义图表”

2

3

1

▲ 选择“圆环图”
▲ 选择主字段分类，本例

采用DWPI分类-主类

5
经过前面学习过的

调整方法，就能够

得到满意的图表了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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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定义图表——实例2：多字段图 及模板保存

获取多维图表并保存模板

实例场景：

了解不同公司的申请趋势

（可以重复利用）

附注说明步骤一：选择制作线图（具体步骤与前述类似，略）

▲ 步骤二：在图表定制-数据中
设置主字段为线图的“项”，选择“专利权人/申请人”

添加第二字段为线图的“横坐标”，选择“申请年”

▲ 步骤三：进行简单的调整，例如归并整理，上色等
即可得到满意的图表 v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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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定义图表——实例2：多字段图 及模板保存

获取多维图表并保存模板

实例场景：

了解不同公司的申请趋势

（可以重复利用）

附注说明

3

1

4

2

① 在图表的下方点击“保存”
② 选择保存“图表到模板”
③ 命名（目前支持英文）
④ 点击应用

再次选择我的图表时即可复用本次
图表设置 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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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专利地图 ThemeScape

❖ 文本聚类 Text Clustering

Derwent Innovation的进阶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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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量专利文件 感兴趣的主题

文本挖掘(Text Mining)
系统帮您比对所有专利的「文字内容」并统计「出现频率」

整理出高度被讨论的「主题」



69

专利地图

ThemeScape

专利地图是一种数据分析工具，它将专利或文献上的内容，以

图像化的方式表现出主题全景图 (Content Map) 。这是一种按

主题内容对所选文献进行编排后的直观表现形式，有助于使用

者快速地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到感兴趣的主题，做更进一步的挖

掘或分析。尤为重要的是，包含 DWPI 数据可提高分析结果的

质量，DWPI 的全英文摘要中使用一致的语言，所提供的主题

分布专利地图远远优于只使用专利授权机构数据创建的专利地

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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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的目的 您的检索条件及检索结果

两个企业的技术比较 把两个企业的相关专利都找出来

某个企业的专利组合 把该企业的专利找出来

某个产业的趋势分析 把相关技术的专利找出来

您手边正要处理的专利组合 输入专利号把专利调出来

近年技术发展趋势 限定年份后把专利找出来

前瞻技术趋势 找出相关论文

…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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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地图 ThemeScape 功能入口

2

如何选取专利地图分析的数据集？

1. 选择用于分析的专利对象，包

括是否归并以及归并方式（示

例一无归并，此时专利地图会

分析检索结果中的每项专利，

有助于全面了解完整的专利格

局，使用场景例如：研究某技

术领域的专利在不同国家/地

区的分布）

2. 单击“分析记录”

3. 选择“ThemeScape”，进入专

利地图的设置页面3

示例一

1

2

附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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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附注说明

示例二

如何选取专利地图分析的数据集？

1. 选择用于分析的专利数量（示例

二中DWPI同族归并，此时专利地

图仅分析检索结果中每项同族专

利中的一件专利，避免重复分析，

使用场景例如：根据发明的数量

研究技术热点）

2. 在选定的归并方式下选取每个归

并族中用于分析的专利：如选择

归并方式呈现，默认“仅限父项”

3. 单击“分析记录”

4. 选择“ThemeScape”，进入专利地

图的设置页面

3

专利地图 ThemeScape 功能入口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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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1

2

1. 选择要分析的专利记录的数量

备注：专利地图分析的记录上

限60,000条，如果检索结果的记录

超过60,000条，可以使用其中任意

选定的60,000条记录或者前60,000

条记录创建专利地图。

（如需绘制超过60,000条专利的专

利地图，请与我们联系人工帮助）

2.  专利地图的“名称”是必填项，

“描述”是可选项

步骤 1. 填写专利地图名称与描述

创建专利地图 ThemeScap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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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创建专利地图 ThemeScape

步骤 2. 选择要显示及分析的字段

1. 分析字段的选取：

即使同一批专利选取不同的分析字

段，也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果，例如：

• 关注发明的新颖性分析，可选取“摘

要-DWPI 新颖性“字段

• 关注发明的用途分析，可选取“摘要

-DWPI 用途“字段

2. 处理方式的4种选项：

• None: 所选字段不分析也不显示

• Analyze: 对所选字段进行文本聚类分

析

• Summarize: 所选字段不分析，但鼠

标悬停时该字段会显示在地图上

• Both: 所选字段既分析又显示

1

2

诀窍：一次只分析（Analyze or Both）一种类型的字段，其它字
段仍可选择处理方式为“Summarize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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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3. 指定不分析的字词
附注说明

除了系统默认的停用词之外，用户

可以选择性地手动输入不希望在专

利地图中成为主题词的关键词

Tip：在创建完专利地图后，用

户可以将其认为地图上显示的不重

要的主题词（Topic）复制，并粘

贴在停用词中，创建一张新的专利

地图，从而避免计算这些不重要的

关键词。

创建专利地图 ThemeScape



每个点都是一件专利，
可以悬停查看具体内容

黑色字体代表聚集于此的专利
说明书内容高频率讨论的技术主题

白色山峰表示有较多
专利聚集于此

ThemeScape

蓝色海洋表示此处的专利
讨论着其他专利较未提及的技术主题

等高线表示相关文献的密度，峰顶越高表示包含的文献
越多，峰间位置越接近，则所含内容的相关性就越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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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检索

发布设置

选项

保存图片

“选项”中可以设置专利地图的外观、网格、峰顶和地区标

签的字体、大小、亮度、以及专利地图上显示的文献数等

“分组” 包含不同字段

的分组统计信息，可以将

多个分组在专利地图上以

不同颜色同时呈现。

“时间切片” 可以用来

研究专利格局随时间的

演变。

“发布”用于发布分组和时间切片等信息，分享给其他 DI用户查看
运行专利地图 ThemeScap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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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专利权人/申请人分组显示

以国家/地区分组显示

专利地图 ThemeScape：分组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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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2

3

4

附注说明

对专利地图作时间切片的步骤如

下：

1. 选择“时间切片工具”

2. 单击“新建”，打开“时间切片

属性”窗口

3. 在“时间切片属性”窗口中设置

名称、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、

时间间隔

4. 单击“保存”

专利地图 ThemeScape：时间切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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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5. 在“时间切片”面板中显示该时

间切片

备注：如果使用“自动划分”，则

时间切片旁会显示一个加号，单

击该加号可展开时间切片；单击

各个时间切片，以查看专利分布

情况在每个切片中是如何变化的，

从而研究专利格局随时间的演变。

5

专利地图 ThemeScape：时间切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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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除了时间切片之外，另一种研

究专利格局随时间演变的方法

是创建时间分组：

1. 点击“二次检索”；

2. 通过检索时间字段，创建不

同的时间分组；

3. 为新创建的时间分组命名；

4. 在“分组-My Groups”中查看

不同时间分组的专利分布情况。

1

3

4

2

专利地图 ThemeScape：时间分组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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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聚类

Text Clustering

文本聚类是一种强大的分析工具，可对用户检索到的文本进行语

义分析，从而对专利或文献记录进行自动分类。它采用一种类似

于文件夹目录的层级结构来整理和组织检索结果，这种结构很容

易进行向下的数据挖掘，从而实现对检索策略的精炼处理，并在

主题词和专利权人之间建立新的关联。



83

文本聚类 Text Clustering

1

2

3

附注说明

文本聚类分析的步骤如下：

1. 选择用于分析的专利数量，

包括是否归并以及归并方式

（示例中无归并）

2. 单击“分析记录”，显示分析选

项窗口

3. 单击“文本聚类”,进入文本聚

类的设置页面

备注：文本聚类分析的专利记录

上限是10,000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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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用户选择分析什么字段作为

聚类的依据

建议选择DWPI改写字段作为

分析依据

2. 单击某一聚类可以查看与这

些关键词相关的记录的检索

结果

附注说明

文本聚类 Text Clustering

1

2



Derwent Innovation的AI功能

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

预测数据和分析 Predictive Data and Analytics

解读 Insight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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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睿唯安如何运用AI技术来优化IP工作流？

科睿唯安早在十多年前开始导入机器辅助人力的相

关技术来改善IP工作流，包括机器翻译、语义分析、

文本聚类等技术。所有专利收录进德温特数据库后，

便会进行机器翻译及语义分析等处理，并指派给相

应技术背景的DWPI专家进行人工校稿。经过多年的

技术及DWPI增值数据的积累发展成为机器学习系统，

并形成成熟的人机协作的工作流。这些应用已转化

为既有产品的功能，包括智能检索、预测数据和分

析、解读（Insights）等，让广大用户得以运用人工

智能辅助工作，提升工作效率与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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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rwent Innovation 整合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工作流来确保数据质量

实时反馈机制

人工智能会辅助专家完成内容改写工作

避免因人为因素影响质量

机器学习算法
DWPI 

编辑过程

编辑接受或者拒绝建议

提供修改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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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

各国专利局

可检索的数据内容

不同格式、不同语言

未校正原始数据

…

官方原始资料收录

机器辅助分析原始数据

书目数据正规化、翻译、任务指派…

DWPI人工编译

人工翻译校正、编写摘要、分类索引、

公司组织索引…

可检索内容上线

…

DWPI改写增值

机器学习与训练

专利精华内容改写建议

专利内容语义分析

叙词表(Thesaurus)

专利自动分类

…

机器学习

存续状态预测

智能检索

语义分析技术主题

专利可能拥有者推算

自动找出相似专利

新兴趋势

…
产品功能强化

过去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进入到AI的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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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检索

Smart Search

即使您不是某项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家，Smart Search 也能让您

轻松找到与该技术相关的专利。用户只需输入(或粘贴)技术描述

的文本。Smart Search 自动从输入的文本中提取关键词，经过

语义分析、关键词拓展、引用被引用、分类号等运算，获取准

确、完整的检索结果，模拟熟练的专利检索人员的检索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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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 

语义分析处理

DWPI序词数据库

分析主要关键词(种子)使用者输入条件：
一段技术描述

关键词拓展第一次加权

专利分类号 引用被引用 第二次加权

加权总分
使用者看到

结果

系
统
后
台
运
算

起点

终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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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方式一：在快速检索中使用Smart Search 方式二：在表单检索中找到Smart Search的字段

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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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粘贴

复制一段待检索的专利的技术描述

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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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运算后所保留的技术关键词，其它字符如
连接词、介词、系动词、符号等已被清除

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

Smart Search功能的目的在于快

速找到目标专利，相关性的分值

越大的专利与输入的技术描述越

相关。

运算出前1000篇与输入条件最相
关的专利，并按照相关性排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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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Smart Search挑选出来的「种子」:
「手动去除」不想加入运算的关键词

再按一次Search获得「新的」
Smart Search 结果

调整Smart Search挑选出来的「种子」:
「手动加入」新的关键词 (必须加双引号)

再按一次Search获得「新的」
Smart Search 结果

智能检索 Smart Sear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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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测数据和分析

Predictive Data and Analytics

预测数据和分析将德温特创新平台一流的数据与最新的数据科学

技术结合在一起，以产生独特的、可操作的情报，回答有关专利

的基本问题。预测数据和分析都依赖智能算法和机器学习，但是

所提供的信息范围有所不同。预测数据是通过运算法将机器学习

与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 (DWPI) 中经过编辑增强的信息

结合在一起，提供专利及其同族专利成员的有效/失效/不确定状

态、专利的到期日和剩余有效期、及当前的专利权人的信息；预

测分析是由机器学习模型基于丰富的历史数据和多个输入变量计

算得出，提供专利评价指标、和事件预测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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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平台 数据科学家大数据分析

预测数据和分析

专利什么时候到期？

专利权人是否有可能放弃这件专利？

专利的申请人可能是哪家公司的子公司?

专利对该公司的重要程度?

专利对其所属技术领域的影响?

专利申请被授权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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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“关键概要数据”将来自专利授权机

构的信息和强大的预测数据和预

测分析结合在一起，提供有关专

利的重要情报，其中预测数据包

括：

1. 当前专利及其同族专利的有效

(Alive)/失效 (Dead)/不确定状

态(Indeterminate)

2. 优化的专利权人和终属母公司

3. 专利估计截止日期和剩余有效

期

3
1

2

预测数据 Predictive Dat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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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DWPI 同族专利为例对专利家

族的失效/有效/不确定状态加以

说明：

如果DWPI同族专利至少包含

一个具有有效状态的专利成员，

则该专利家族即会被视为有效。

附注说明

预测数据 Predictive Dat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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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1. 专利估计截止日期

2. 单击“查看因素”，显示计算截

止日期时考虑的因素

注意：除非法律状态事件已确

定专利的到期日期，否则，此日

期为估计日期；如果法律状态事

件提前结束预计的期限，则事件

的公开日期将成为预计专利期限

的结束日期

1
2

预测数据 Predictive Dat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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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筛选中根据失效/有效状态、预计到
期年份、预计剩余有效期作筛选

1. 在检索结果字段中显示失效/有

效状态

2. 在导出的Excel字段中显示失效

/有效状态

附注说明

1

2

预测数据 Predictive Dat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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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新的AI预测指标
利用超过150个维度（专利的诉讼、法律状

态、上下游活动、引用、家族成员状态、专

利申请人的参与情况、专利文本等），对专

利的综合专利影响力——领域影响力、战

略影响力和事件预测分析——授权概率、提

前失效可能性、终止后权利恢复可能性，进

行了预测。

可以据此进行查看及导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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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1. 专利评价指标：用于评价专利的
相对重要性和强度，包括：
• 领域影响力：专利公开对其所属

技术领域的相对重要性
• 战略重要性：专利公开对其所属

公司的相对重要性
• 专利强度（综合专利影响力）：

结合其他Derwent预测分数得出专
利公开的总体重要性，表明该专
利与其他专利相比有多重要

2. 事件预测指标：用于预测专利未
来发生某种事件的概率，包括：
• 授权概率：此专利申请获得授权

的可能性
• 提前终止的概率：此授权专利在

可用期限完全到期之前失效的可
能性

• 终止后恢复的概率：此失效专利
将被恢复的可能性

1

2

对于每个预测分析指标，整个数据库中的分数归一化以使用百分制，
允许在不同技术领域之间进行比较，分数表示特定指标的相对强度。

预测分析 Predictive Analytic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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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的专利权人与终属母公司

Optimized Assignee & 

Ultimate Parent

由于专利原始文件遗漏、专利权发生移转等种种原因，专利本

身可能并未揭露专利所有者的信息，优化的专利权人运用了机

器学习技术，对大量的专利数据进行运算和学习，将专利的可

能所有者揭露给用户知悉，并辅由 Derwent 编辑团队提供专家

审核，将所有者以一个标准化名称呈现。“终属母公司”则在这

一过程之后更进一步，揭示专利的最终拥有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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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要确认谁是专利的所有者，有时
比想象中要难：

1. 某些组织只列出专利申请的专
利权人 - 发明人，而不列出专利
权人的名称，例如：美国专利法
改法之前的部分美国专利申请：
• 没有申请人信息
• 其中多数只有发明人信息

2. 某些专利授权机构不要求申请
人在特定公开阶段透露专利权人
信息

3. 专利公开后，专利所有权发生
变更
……

优化的专利权人与终属母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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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权变更
专利或者实体可能已被购买

或者出售

寻找相似名称
将名称与实体数据库中现有或者新

的集群匹配

Reassignment

Probable 
Assignee

Name
Clustering

Hierarchy

公司树的顶部，位于优化的专利权人之上

终属母公司

组织集群
确定集群所在的层级，并映射到树的顶部

填充空白

早期的一些（美国）专利申请没有申请人
信息，而是使用发明人信息

公司树的重要分支，使用通用名称

优化的专利权人

要确认谁是专利的所有者，有时比想象中要难

优化的专利权人与终属母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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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优化的专利权人和终属母公

司的常规流程如下：

1. 确定专利的当前所有者

2. 如果我们无法确定专利的当前

所有者，可以预测可能的所有

者

3. 确定当前所有者或可能所有者

的一个标准化名称，这就是优

化的专利权人

4. 从公司层次结构数据确定专利

的最终所有者（如果适用），

这就是终属母公司

附注说明

系统自动帮您「推算」当前
专利可能的所有者

优化的专利权人与终属母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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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自动帮您推算当前的检索结果可能的所有者，有可能未揭露于专利申请文件中，
但仍旧能统计出与这批结果相关的企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专利制度的差异，相比
于中国专利，“优化的专利权人” 字段更适用于统计欧美专利。

优化的专利权人与终属母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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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

Insights

解读面板包含一组图表，用于回答专利研究中常见的一些问题，

包括主要参与者、技术的国家/地区分布、竞争对手的技术分布、

技术趋势、发明的潜在市场、和目前正在开发的技术。每张图表

显示于一张选项卡上，用户可以通过展开或关闭选项卡来选择以

详细列表或者概述的形式查看洞察信息。

（详见本手册第31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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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附录 I

• 检索和分析技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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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n”可填入1-99的数字，该数字

表示字符数目。若不输入则表示

任意数目 。

当使用者使用双引号“关键词”时，

表示检索的目标条件必须与引号

内完全一致，这种情况下不适用

通配/截词符号。

关键词*n

*星号 通配符可取代任何数量的字母，也包括0个字母，可在一个单词
的任意位置使用，并不限于单词末端。

furfur* (furfur后可有零个或任意数量的字符)

─ 结果包括 furfur、furfuryl 和 furfural

furfur*l (furfur和“l” 之间可有零个或任意数量的字符)

─ 结果包括 furfuryl 和 furfural

furfur*3 (furfur后可有零至 3 个字符)

─ 结果包括 furfur、furfuryl 和 furfural

附注说明

通配符/截词符 (Wildcard/Truncation Operator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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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L=((Acoustic or sound) ADJ2 (speaker or speaking)

在专利全文字段(ALL)中检索符合下列条件:

前面的关键词组接下来的2个字以内要出现后面的关键词组

Example: sending a text message, playing a sound, speaking a

message

NEARn 不受出现顺序的限制

ADJn 关键词需要按顺序出现

SAME

ALL=((Acoustic or sound) same (speaker or speaking));

在专利全文字段(ALL)中检索符合下列条件:

前面的关键词组与后面的关键词组要出现在同一段

Example: Measure correctly the sound collection time of a head

test sound in the case of sound-collecting the test twelve-tone

emitted_sound|pronouced from the speaker, and performing

various measurement

不受出现顺序的限制

附注说明

”n”可填入1-99的数字，该数字

表相邻的字数距离。若不输入

自动代表”1” 。

用户可在任何支持布尔逻辑

(AND/OR/NOT)的字段中，应

用邻近运算符。

ALL=((Acoustic or sound) NEAR2 (speaker or speaking)

在专利全文字段(ALL)中检索符合下列条件:

前面的关键词组周围的2个字以内要出现后面的关键词组

Example: Speakers enable sounds to be played

邻近运算符 Proximity Operato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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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选择国家/地区代码字段

2. 输入欲检索的国家代码，各地

区的专利号中包含该地区的代

码 (例如 US8086236)

同理，欲检索指定国家/地区的专利

只需在所有检索条件的最后一项加

入国家/地区代码的检索字段作限定

即可，无须调整专利集合中的数据

库收录范围。

附注说明

如何检索指定专利局的专利？

1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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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1
2

3

4

5

DWPI专利权人代码是分配给全球

约 21,000 家公司之一的唯一 4 位

字母代码，检索这些代码可获取指

定公司的子公司及相关控股公司。

查询专利权人/申请人代码的方法：

1. 选择专利权人代码-DWPI字段

2. 单击“查找”，打开“DWPI专利权

人代码检索”窗口

3. 输入公司关键词查代码、或者输

入代码查公司

4. 勾选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代码

5. 单击“保存”

DWPI专利权人4位字母代码
可能包含不同的后缀：-C、
-N、-I、-R，勾选后缀为-
C即经过标准化的代码用于
检索。

如何查DWPI专利权人/申请人代码(Assignee Code)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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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SAMSUNG： SMSU-C 

APPLE： APPY-C

QUALCOMM： QCOM-C

输入多个专利权人/申请人代码，

一次性检索完相关企业的专利

如何运用DWPI专利权人/申请人代码辅助检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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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1

2

1. 选择专利权人/申请人字段

2. 单击“查找”，打开“公司树检索”

窗口

3. 输入公司名称的关键词

4. 使用复选框选择要检索的一个

或 多个公司的名称

5. 单击“保存”，以将选定的项目

复制到检索式中

注意：公司树仅适用于美国和欧

洲授权专利、欧洲和WIPO专利申

请

3

4

5

如何运用公司树辅助检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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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权人/申请人检索

公司树检索(Corp Tree)

DWPI专利权人代码检索

当前专利权人-美国专利

用OR连接

常用检索字段的组合可以保存为模板，
以供下次直接使用，无需再逐一添加
或选取字段

如何检索某企业的专利?

综合运用多个字段检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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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是否经常遇到这情况?

如何运用DWPI专利权人/申请人代码作统计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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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统计字段调整为“专利权人代码-DWPI”，即
事先经过归并的专利权人信息

得到公司名称归并后的统计数据，只需反
查各代码所代表的公司即可

如何运用DWPI专利权人/申请人代码作统计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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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1
2

3

4

查询DWPI手工代码的方法：

1、选择DWPI手工代码字段

2、单击“查找”，打开“DWPI手工代

码”窗口

3、输入关键词或者代码、或者输

入代码范围、或者直接选择代码的

标识字母来查询手工代码

4、勾选一个或多个符合条件的

DWPI手工代码

5、单击“应用”

此查询方法适用于多种分类号，例如

IPC/CPC分类号、DWPI分类等

如何查询DWPI手工代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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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说明

检索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通常

采取关键词和分类号的组合，

分类号可以是DWPI手工代码、

IPC和CPC等分类号中的一种或

其任意组合。

如何检索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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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附录 II

• 研究指南、免费线上培训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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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 研究特定技术领域

❖ 快速检索技巧

❖ 查看检索结果

❖ 导出检索结果

❖ 监控和预警

❖ 使用Insights快速实现检索结果的可视化

❖ 构建检索策略

❖ 创建检索模板

❖ 创建图表和自定义图表

❖ 定制化地显示检索结果

❖ 探索智能检索

❖ 保存和管理检索结果

立即观看

免费教学视频

https://clarivate.com/derwent/learning/video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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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别专利组合中存在的许可机会

确认您的发明是否存在现有技术

确保新发明的自由实施

研究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

Derwent研究指南

https://clarivate.com/derwent/learning/resources/derwent-innovation/derwent-research-guides/identify-license-opportunities-in-your-patent-portfolio/
https://clarivate.com/derwent/learning/resources/derwent-innovation/derwent-research-guides/quickly-research-prior-art-for-an-invention/
https://clarivate.com/derwent/learning/resources/derwent-innovation/derwent-research-guides/
https://clarivate.com/derwent/learning/resources/derwent-innovation/derwent-research-guides/research-patents-in-a-specific-technology-domai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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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注册Derwent线上培训课程

https://clarivate.com/derwent/training/


大中华区知识产权解决方案

本地化的专业服务
由数据情报分析专家、专利代理人、专

利工程师、前审查员组成的资深专家团

队，为您提供本地化的服务

CONSULTING 
顾问服务

SOLUTION
解决方案

REPORT
专业报告

专利 商标品牌 域名



联系我们

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

http://www.clarivate.com.cn 

https://clarivate.com/derwent/

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室

400-8822-031

http://www.clarivat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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